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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档案 2021年2月9日 星期二 广告

搬家搬厂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87295238
法律服务

●民商事免费法律咨询56281878

声明公告

分类广告
刊登
热线 56118880

职场招聘 家教培训
房屋租售 搬家搬厂
旧货回收 征婚启事
商务信息 法律服务

办理地址：海曙区碶闸街58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2011室

●蚕丝被，盖着暖和、舒适，
工厂直购：13567840273

蚕 丝 被 热 卖

鄞州凤凰工艺墓园
民政部门批准的经营性公墓，
位于鄞州五乡镇联合村。园
区监控路灯设备齐全，全面清
洁工作年均4至5次，环境优
美交通便捷并有大型停车场
地。公交：155路、162路宝幢
站下步行约15分钟，地铁1号
线宝幢站下车可以免费接送
（需提前预约）。
墓园电话：0574-88383118
13957891168 欢迎垂询

九 峰 陵 园
市级重点扶持经营性陵园！

九峰陵园园林式陵园，坐向东南，园内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鲜花草坪，不是公园胜似公园，多年来
一直有新老客户赞美，真正成了人生后花园理想
选择。（地铁一号线宝幢站每天有专车接送，需
提前预约）地址：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
0574-88389515 88389516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

议，将注册资本由528万元
人民币减至100万元人民
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华糖酒业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
民币减至500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
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力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力玄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不慎将快件中的正本海运提
单遗失，船名航次：EDITH
MAERSK 103W提单号：
NGB7059264起运港：
NINGBO卸货港：
HAMBURG特此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巨元五金厂(普通
合伙）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编号3302120110083声明作废

●宁波博锐斯机械有限公司遗失
提单一份，船名航次MAERSK
LETICIA/050W，提单号
ZIMUNGB9588190声明作废
●宁波杭州湾新区阳阳小吃店
遗失财务章（3302961001036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徐桂友于2021年2
月6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号
511129197703144213声明作废
●宁波杭州湾新区宫记饺子馆遗
失2018年5月21日核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JY
23302840114791声明作废

●宁波市君锋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由开亚国际物流（上海）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发的一式三
份的正本提单，船名航次MAERSK
LONDRINA 101W提单号
NBBLU0024960声明作废
●慈溪市长河鼎森汽车修理厂
遗失财务章3302820361036
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浙江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交易登记号 ：CQ2021006

受委托，本公司将在诚拍网（网址：www.chengpw.com）举行网络在线拍卖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2021年3月16日9：00-11:00止（延时除外）。
二、拍卖标的：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富家岭采石场复绿生态治理过程中产

生的石料（包括塘渣及剥离物、泥渣、水渣等附着物）一批，重量约40万吨（以实
际过磅数量为准），起拍价：人民币57.5元/吨。

三、竞买人条件：在宁波市范围内注册登记的具有石料加工或销售资质的
企业。

四、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网络增价拍卖。
五、标的咨询、看样：即日起至2021年3月12日前与本公司预约看样事宜，

电话：17706600776。
六、报名办法：1、即日起，意向竞买人在诚拍网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完成单位

注册、实名认证，并于2021年3月12日下午4时前提交单位《竞买承诺书》并参
拍报名。2、拍卖人将意向竞买人的资料报委托人审核后，符合条件的竞买人于
2021年3月15日下午4时前按诚拍网系统提示交纳拍卖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
（以到本公司账户为准），注册单位和交纳保证金的单位名称必须一致。3、报名
资料不完善或不符合要求的，拍卖人有权不予通过资格审核，拍卖保证金（不计
息）退回。

七、特别提示：竞买人应在拍卖会前认真阅读诚拍网《网络拍卖规则》和《竞
买须知》、《货物买卖合同》等拍卖专场资料。

八、联系方式：
电话：87715615、87810772、87869880（网络

技术服务）
地址：宁波市百丈东路28弄2号嘉汇国贸B

座907室

受委托,定于2021年2月23日
在本公司公开二次拍卖座落于宁海
县黄坛镇杨家村的土地标的物。起
拍价48万元。

即日起咨询、看样，详见拍卖资
料及本公司网站www.nblh.cn有意
者请在2月22日前来本公司报名。
电话:65518882
地址:宁海县跃龙街道121号

宁波市六禾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栏
刊登热线：87682558
13884469746姚

另外承接《宁波晚报》《东南
商报》政府类、企业类、招

聘等公告，欢迎垂询！

2020年宁波市场监管综合执法
十大典型案例公布

涉及食品安全、房地产、商业秘密、个人信息等方面
日前，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0年度全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十大典型案例，涵盖食品、药品、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保

护、价格等领域，涉及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恶意串通、传销等违法行为。据统计，2020年，宁波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加大执
法办案力度，攻大案、破重案，共查处各类行政处罚案件8090件，大要案2005件，移送案件68件，罚没款14948万元。

案例1：
销售未经检疫肉类制品案

2020年5月，海曙区市场监管局
在对辖区冷库排查摸底中，发现某冷
冻食品有限公司储存1350箱共27吨
标有“CHICKEN PAWS”等外文字
样的、无中文标签标识的冷冻鸡爪，执
法人员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查封。

经查，上述冷冻鸡爪由当事人方
某于2020年3月进库，并存放于该冷
冻公司。方某既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也无法提供该批
货物的合法来源和检验检疫等资料。
同时，该冷冻公司在货物入库时未按
照规定查验进口货物合法证明材料以
及方某的合法经营证照。截至案发，
该批鸡爪尚未流入市场。

海曙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相关规
定，对方某作出没收27吨冷冻鸡爪、
罚没款406.35万元的行政处罚；对提
供仓储便利条件的冷冻公司作出罚款
7.5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2：
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法人登记、
无证销售药品食品案

2020年2月，余姚市市场监管局
对宁波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及网店进
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在未取得药品
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饿了么”
店铺“同城送百货水果实惠超市”销售
药品。

经查，当事人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下，于2019年9月开始在
其网上店铺销售“云南白药气雾剂”和

“999感冒灵颗粒”。经进一步查明，当
事人于2017年12月使用他人已经作
废的身份证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手续，且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对其进行了立
案查处。当事人被责令停止药品经营
业务，被撤销办理的法定代表人变更
登记，罚款155万元。

案例3：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

当事人颜某未经核准登记注册，
在阿里巴巴平台注册“台州市某贸易
商行 ”，并在网店发布“GENTLE
MONSTER”（下面简称“GM”）品牌

太阳眼镜的照片进行销售。2017年9
月开始，当事人从龙某处陆续购进

“GM”品牌太阳眼镜共2867副。其
中，库存“GM”牌太阳眼镜2481副尚
未销售。经查，库存的2481副“GM”
品牌太阳眼镜，经商标注册人的代理
公司鉴定，系假冒商品。

江北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罚款
602530.62元和没收假冒物品的处罚。

案例4：
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系列案

2020年3月开始，宁波市市场监
管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房地产领域，开
展了为期三个月的侵害消费者个人信
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

经查，部分房地产公司为促进房
产项目销售，与一些广告公司签订彩
信发布合同，委托广告公司向不特定
消费者手机号码发送有关某房产项目
商业性广告的彩信内容，部分消费者
手机号码由房地产公司提供，其余大
部分的号码均为广告公司通过号码魔
方随机获取，前述发送商业性广告行
为均未获得消费者的请求或同意。

上述当事人被宁波市市场监管局
责令改正、处罚没款共计108万元。

案例5：
侵犯商业秘密案

经查，蔡某入职某公司期间，利用
其作为销售主管的工作便利，多次获取
公司客户信息等资料，并由蔡某独资的
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完成了5笔订单
业务，从中获利6万余元。后蔡某跳槽
至另一家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担任
销售主管，B公司又利用这些客户信息
联系客户，并实际成交了订单业务。

2020年7月，镇海区市场监管局
对蔡某、A公司和B公司分别依法作
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没款共
计27万余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6：
象山某建材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案

象山某建材公司利用水电工向装
修家庭推荐其代理的建材产品，通过
发微信红包作为“好处费”，来拓宽其
在象山管道市场的经营规模。截至案

发，该公司已通过微信转账及红包方
式向286名水电工支付人民币9.3586
万元，累计销售额为198万余元。

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予以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20万元的
行政处罚。

案例7：
北仑某房地产公司虚假宣传案

宁波某房地产公司为推广商品
房，对其中的两种户型样板房，将原先
规划图中的北面设备平台进行拓展改
造，与房间打通并进行了封闭；对第三
种户型样板房，将原先批准的内天井进
行改造增加隔层，改建为卧室或套内使
用面积。截至被查获，三种户型总计销
售1347套，销售额共计144585万元。

北仑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停
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万元。

案例8：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案

经查，2019年1月，叶某、吴某等
13人获悉宁海县某养殖塘使用权出
租竞价公告信息后，觉得有利可图，遂
分别向他人租用营业执照，筹集资金报
名参加竞价。因事先恶意串通，叶某、
吴某租用的宁波某水产公司以2056.44
万元的价格竞得。合同签订后，叶某、
吴某将101口养殖塘中的99口进行出
租，实际收取租金2784.7477万元。

宁海县市场监管局依据相关规
定，对叶某非法所得540万元及叶某、

吴某共同非法所得123.3077万元予
以追缴，对叶某、吴某等13人以签订
合同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违法行
为各处罚款3万元。

案例9：
房产公司违反物价管理规定案

经查，慈溪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在房产销售过程中，均以与备案价
格不符、并高于当时备案价格的房屋
总价作为依据，再以高差价优惠的方
式诱导消费者购买，并称当日不下单
即不再享受降价优惠。

当事人最终的实际成交销售价格
均低于备案价，无违法所得，慈溪市市场
监管局最终作出罚款45.4万元的处罚。

案例10：
宁波某公司利用互联网传销案

经查，宁波某生活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自2019年10月开始，依托微信购
物小程序，对加入人员只要购买其公司
396元至8316元不等金额的产品礼包、
或者销售其公司产品（礼包）达一定金
额，就可成为其公司VIP（或SVIP）会
员、服务主管或升为运营经理。之后，
介绍他人加入成为会员后，根据会员级
别、层级、下线会员业绩，可获得销售佣
金、培训费、服务费等收益。

鄞州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
没收违法所得5.5万余元、罚款50万
元的处罚。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朱文蔚


